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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7 年 12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國外網站求職，歹徒跨海行騙，失業工
程師痛失 173 萬！ 

 
    金融海嘯直接影響就業市場，台中市一名工程師廖先生，長年

於海外工作，為兼顧家庭辭去工作返台，但近半年求職，卻一直無

法找到理想工作，於是他將個人履歷表，公布於國際獵人頭公司，

不料卻遭歹徒利用，今（97）年 11 間，他接到來自英國國家石油

公司的錄用通知，受高薪所惑（月薪 35 萬元），連續匯款四次所謂

申請費、保證金等高達 155 萬元。同一時間，歹徒竟再度對他進行

中獎電話詐騙，說他中了英國樂透彩，可得 25 萬元獎金，必須繳

交運費與稅金以領取獎金，廖先生未警覺此為詐騙技倆，竟認為可

藉獎金彌補求職費用，再度匯款 18 萬元，經與網友討論，並協助

查證後，才發現求職與中獎竟然全是騙局。 

    廖先生在今（97）年 6 月自國外返台，為與家人生活在一起，

他辭去原本的工程師工作，打算在台灣另謀工作，但求職卻不如預

期順利，他只好再把目標放在國外職場，將履歷資料公布於國際獵

人頭公司等待通知，不久，他接到自稱是英國國家石油公司的電話

通知，說他的條件符合公司需求，要他再填寫網路的線上面談資

料，接著他就一直以電子郵件與歹徒聯絡，其間還把護照資料也傳

送出去辦理工作簽證，接著歹徒開始編造各種理由（英國工程師註

冊費、非大英國協公民就業申請費、通關反恐保證金等）要他匯款，

為了盡快找到工作，也因為待遇非常好（月薪 7000 英鎊，合台幣

35 萬）他於 11 月中旬，陸續將多年工作儲蓄領出匯往倫敦，共計

155 萬元，歹徒向他承諾，這些錢會在他到職後退還，並匯入他的

帳戶內，因此他從未懷疑自己會遭詐騙，同一時間，他還接到「英

國國家樂透彩」的網路郵件，說他的網路信件，參加電腦亂數抽中

了幸運碼，中 3 獎（英鎊 5000），為了彌補已匯出的求職費用，他

又匯了 2 次款，共 18 萬元，直到他於出發前，接到機票未付費的

退票通知，再與網友討論，經查證有「英國石油公司」但它是私營

石油公司，根本沒有「英國國家石油公司」，才發現被騙了。 

    廖先生的求職資料於國際網站上，遭歹徒攔截並進而行騙，警

方呼籲，應徵國外職缺，一定要向可靠管道查證公司的合法性與真

假，另未正式工作前，不預繳保證金等費用，以免遭求職詐騙。 

 

民眾刊登於求職網站上個

人資料，易遭歹徒從中攔

截、利用進而行騙。民眾應

徵國內外職缺時，一定要先

向可靠管道小心查證公司

的合法性與真假。 

警方呼籲，在未正式工作

前，除不預繳保證金或其他

費用外，亦不提供個人身分

證、存摺及提款卡等資料影

本，以免遭求職詐騙或遭假

求職公司盜用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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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 歹徒先通知中獎，再扮假檢警辦案，北
市婦人遭連環騙，退休金泡湯！ 

 

    詐騙集團以○○大賣場舉辦抽獎為由，電話通知台北市一名剛自

公職退休的梁姓婦人，歹徒說她抽中三溫暖設備，價值為 60 萬元，

若不符家庭使用可交公司處理，但必須先付中獎所得稅，婦人為領

取獎金，陸續匯款 2 次計 13 萬元，但歹徒從電話聯繫婦人中探知

她剛退休，為騙得退休金，改變詐騙腳本，隔日再以刑警辦案為由，

要她將存款交給金融監控管理中心保管，婦人一時緊張，依歹徒指

示將退休金 51 萬領出後匯進歹徒帳戶，但事後卻聯繫不到歹徒才

報案，總計被騙 64 萬元。 

    梁女士在本 （97）年 11 月自公職退休，原本忙碌的上班族生

活突然變得輕閒許多，一日上午她突然接到自稱是○○大賣場公關處

江處長的女子來電，說她參加公司舉辦的抽獎活動，獲得一套三溫

暖設備，隨後又將電話接到自稱是財務部鐘主任的男子，梁女士表

示家裏沒辦法安裝三溫暖，但鐘主任說，可以將獎品回收，公司照

價向她收購，但是為領取獎金必須先繳交所得稅及換貨保證金，她

絲毫未懷疑就匯了 13 萬至歹徒指定帳戶，其間她還在電話中向歹

徒提及自己目前的生活情形，歹徒得知她還有一筆為數可觀的退休

金，於是再扮演不同角色打電話騙她。 

    次日，梁女士突然接到自稱是台中市刑警隊電話，說她的個人

資料遭歹徒冒用，現在已進入司法調查，要她到附近超商去收公文

傳真，接著又有檢察官在電話中要求她去辦理「銀行存款止付」，

於是她將退休金分 2 次領出 51 萬，匯款至歹徒指定帳戶，當天下

午，她一直無法聯絡到歹徒才發現被騙，受不了打擊的她，一度情

緒極度不穩定，經過家人的安慰與支持，現已漸漸恢復平靜。 

    本案被害人生活單純，平時因工作環境不易接到詐騙電話，但

退休後，反而對詐騙電話缺乏警覺性，歹徒為降低其戒心，先以中

獎為誘餌，再於電話中探問被害人生活及存款情形，在獲知仍有退

休金可騙後，再假扮警察、檢察官辦案，騙取存款。警方呼籲，民

眾接獲中獎通知，或檢警辦案電話可立即向「165 專線」查證，以

免被騙。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統計 165 反詐騙專線報案排

行榜，第 4 名為「中獎詐

騙」。日前最新詐騙犯罪手

法翻新，歹徒先對被害人進

行中獎詐騙，嗣後再佯裝公

務機關進行連環詐騙，對被

害人經濟、心理造成雙重傷

害。 

警方再次提醒民眾，除勿輕

易相信不明中獎通知外，切

記反詐騙 3 步驟： 

1. 保持冷靜 

2. 小心查證 

3. 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

詐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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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卡債族小心詐騙電話！歹徒假債務整合

真刷卡 

    詐騙歹徒以「資產管理顧問公司」名義，打電話聲稱可以代辦

或協商低利分期還款，進而與被害人相約見面，北市汪先生在交出

信用卡影本後，遭盜刷 10 萬元，高雄邱小姐誤以為歹徒會代她向銀

行協商分期還卡債，以信用卡刷卡方式被騙走 4 萬元，事後與歹徒

失去聯絡，才發現被騙。 

    台北市汪先生日前接到○○資產管理顧問公司電訪員來電，稱可

代向銀行協商卡債整合，由於他確實有 100 多萬卡債問題，在多達

10 次來電後，他見對方非常誠懇親切，就與這名電訪員（張小姐）

約在家中見面洽談償債事宜，對方除自稱是○銀行的收款員外，也可

以幫他向銀行申請「消費性債務整合」汪先生聽對方言談甚為專業，

公司陣容堅強，有律師及會計師協助核帳及法律訴訟，在經過近 2

小時對方不斷洗腦情況下，當場簽了一張「服務委託書」，內容中他

必須交 10 萬元的「風險管理費」，就可以每月繳款 2 萬元方式，償

還 100 萬元卡債，此外也交給她身分證、信用卡正反影本、○銀行的

收款單等資料。為求安全汪先生要這名張小姐出示身分證明，並將

她的身分證影本留存，30 分鐘後汪先生向他的信用卡銀行查詢，卻

驚訝發現歹徒已經用他的信用卡資料在○購物網站購物 10 萬元，幸

好及時發現已將此交易註銷。 

    但在高雄市的邱小姐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她與電訪員黃小姐相

約在速食店內簽了一張「委託債務協商契約書」，同意委託○○資融有

限公司向銀行協商月付 1 萬 2000 元或年利率 5％以下，分期償還卡

債 77 萬元，歹徒當場拿出手攜式刷卡機，刷了她的 3 張信用卡共 4

萬元委託費，她回家後與兒子討論並撥 165 查證才發現被騙了。 

    在以上兩案例中，歹徒以卡債協商為誘餌，設下了簽約、刷卡

等詐騙陷阱，民眾在未確實查證來者身分情況下，不但遭盜刷也因

並未解決卡債問題而雪上加霜，目前以「理財」、「債務管理」名義

的電話有增多趨勢，警方呼籲，民眾勿輕易相信不明來電，若有卡

債問題，請謹記「卡債協商不花錢，向代辦說不！」，正確的做法是

直接先向最大債權銀行申請協商降息並延長還款期限，全國各地方

法院都已設置消債專區，民眾可直接尋求協助。於司法院網址：

www.judicial.gov.tw「業務宣導」欄區點選「消費者債務處理」欄，

即可獲得相關資訊或下載申請表格。 

歹徒利用卡債債務人還債

心切，以卡債協商為誘餌，

設下了簽約、刷卡等詐騙陷

阱，而民眾在未確實查證來

者身分情況下，不但遭盜刷

也未解決卡債問題，對於個

人負債情形雪上加霜。 

以「理財」、「債務管理」名

義的電話未曾間斷，此類詐

騙方式亦曾盛行過一陣

子，警方鄭重呼籲，民眾勿

輕易相信不明來電，若有卡

債問題，請謹記「卡債協商

不花錢，向代辦說不！」，

正確的做法是直接先向最

大債權銀行申請協商降息

並延長還款期限，全國各地

方法院都已設置消債專

區，民眾可直接尋求協助。

司 法 院 網 址 ：

www.judicial.gov.tw「業務

宣導」欄區點選「消費者債

務處理」欄，即可獲得相關

資訊或下載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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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視購物接詐騙電話，深夜操作提款
機，被騙 58 萬元！ 

    民眾高小姐，在今年 11 月 8 日，接到自稱是○○銀行客服小姐

電話，說他曾透過電視購物頻道購買商品，說是銀行扣帳有問題，

要他立刻去自動提款機「解除購物條碼設定」，她在歹徒不斷來電

的催促聲中，於深夜駕車外出，多次操作自動提款機，直到巡邏員

警察覺異常，勸她掛斷歹徒電話，但卻已被騙走 60 萬元。 

    高小姐習慣透過網路或是電視頻道購物，11 月 7 日晚上，她突

然接到自稱是○○銀行的客服人員來電，說她的信用卡消費過程有錯

誤，被設定為分 12 期付款，又被設定為重覆消費，必須要在晚上

12 點以前，到指定的郵局（重慶南路）前，完成系統整理，她一時

驚慌，也並未向親友打聽求證，就立刻開車出門，歹徒用行動電話

不斷要求她操作自動提款機，當她按下「確定」鍵 3 次後，發現存

款遭轉走，更為驚慌的她，一心只想快點解決問題，就聽任歹徒繼

續操控她，直到清晨 2 點，她已經用了 3 張信用卡轉帳 9 萬元，再

將存款領出來存入存款機，眼見已經轉出 60 萬元，但問題依然沒

有解決，她將車停靠在提款機前的路邊，拿著手機與歹徒爭論、吼

叫的動作，引起了巡邏員警的注意，她向員警解釋路邊停車的原因

是與○○銀行人員在進行帳戶清理，並且是因為購物要取銷分期付款

設定，員警馬上請她掛斷電話，此時雖然立刻報案並攔截匯款，仍

被歹徒騙走 60 萬元。 

    高小姐事後表示，歹徒會故意製造緊張情況，說她的帳戶不安

全，存款會被歹徒盜領，讓她不知不覺越來越慌亂，再加上來電顯

示就是○○銀行電話，讓她對歹徒假扮的銀行人員深信不疑，才會被

騙。警方呼籲，「購物個資外洩詐騙」，已成為目前歹徒主要的詐騙

手法，近七成民眾報案都是因此被騙，由於歹徒事先已取得部分的

購物資料，民眾聽到核對內容正確，再加上歹徒以「竄改來電顯示」

手法，讓被害人相信是郵局或銀行人員來電，就會依照歹徒電話指

示操作自動提款機，事實上，自動提款機根本沒有任何金融設定功

能，民眾若聽到必須操作自動提款機的電話通知，可以向「165」

查證，若發現有人持手機正在操作自動提款機，也請請立刻趨前關

心詢問，適時發現異狀有可能助人挽回被騙損失。 

「購物個資外洩詐騙」手法

屢聞不鮮，歹徒事先取得購

物資料，利用與被害人進行

核對方式取得信任，加上歹

徒「竄改來電顯示」，讓被

害人相信是郵局或銀行人

員來電，並故意製造緊張情

況，一再遊說被害人，表示

帳戶不安全，存款會被歹徒

盜領，或有時間截止緊迫性

等等，被害人依照歹徒電話

指示操作自動提款機。 

警方呼籲，自動提款機絕對

沒有任何金融設定功能，民

眾若聽到必須操作自動提

款機的電話通知，可以向

「165」查證；若發現有人

持手機正在操作自動提款

機，也請立刻趨前關心詢

問，適時發現異狀可能有助

於他人及時挽回被騙損失。 

～～以上資料摘錄自刑事警察局網站～～ 


